高雄醫學大學第八屆學生會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會第 1 次社長大會
日期：100 年 02 月 29 日

時間：18 時 00 分

主席：莊博勛 會長
應到人數：100 人

會議紀錄

地點：濟世大樓 201

紀錄：阮敬瑩
實到人數：90 人

請假人數：0 人

無故缺席人數：10 人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學生會

莊博勛

會長

介紹與會師長，學務長以及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陳朝政組長，以及簡介活動流程，並
且對活動流程稍作修改，修改流程如下。
時 間
18:00-18:30

內 容
報到 & 用餐

說

明

1.簽到並領取會議資料
2.核對資料並請詳閱資料
3.社團互動交流

18:30-18:35

楊美賞學務長致詞

主席介紹與會者及師長

18:35-18:45

101 年度社團評鑑頒獎
敬邀學務長頒獎

頒發校內社評特優社團以及優等
社團獎牌

18:45-19:00

青輔會宣導區域和平志工申請事宜

報告人：
青輔會張小姐

19:00-19:05

學生會會務報告

報告人：
第八屆學生會會長莊博勛

19:05-19:30

課外活動組報告

報告人：
課外組陳朝政組長

19:30-20:00

提案討論

主持人：
第八屆學生會會長莊博勛
課外組陳朝政組長

20:00-20:10

臨時動議

20: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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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長致詞：楊美賞

學務長致詞

感謝同學能在百忙中抽空配合學務處更改社長大會的時間，並且踴躍參加社長大
會。在本次學務處辦理之校內社團評鑑，每個社團都相當的用心，也對此次的校內社評
給予相當多的建議，學務處課外組會參照學生的建議盡量的配合，但或許不能完全的配
合，請敬請見諒。也提醒各社團於社團評鑑連續兩次得到丙等成績，將會以停社懲處，
而被停社的社團需要按照規定至學務處課外組辦理後續相關程序。

三、頒獎：楊美賞

學務長頒獎

頒發 101 年度社團評鑑特優社團以及優等社團之獎牌。
獲獎社團名單如下：
1. 特優社團-心理學系學生會
2. 特優社團-後醫學系學生會
3. 特優社團-聲樂社
4. 特優社團-坩堝社
5. 優等社團-攝影社
6. 優等社團-河洛學社
7. 優等社團-公共衛生學系學會
8. 優等社團-護理系學會
9. 優等社團-合唱團
10.優等社團-現代生活促進社
11.優等社團-慈濟青年社

四、青輔會宣導區域和平志工申請事宜之宣導：青輔會

張小姐

青輔會宣導影片播放，介紹青輔會的組織，也說明主要服務的面向，主要有：教育、
科技、文化、健康、社區及環境六個面向。且近期主要可報名之活動是青年自組團隊申
請，報名時間為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同學可踴躍報名參加，而團隊服務面向也是以上
述六大面向為主，而服務時間為 6 月中至 9 月，在整個服務計畫已結束後，會需要為整
個計畫的形成以及進行留下紀錄，並且上傳紀錄檔案，最後會將紀錄檔案送至總部進行
評比績優團隊競賽，並且會核發一定程度的補助金額，而同學們不用擔心，只要在整個
過程中有任何的問題，或是需要任何協助，都可以到和春文教基金會，我們會盡我們所
能全力協助你們，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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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會會務報告
權益部報告：

報告人－宮慶雲

部長

學生證目前在校內尚無法使用，像是進去宿舍時、進圖書館時等等，學生證校內功
能需等到 3 月 7 日星期三之後，才正式啟用，而校外捷運一卡通以及腳踏車等功能已能
使用，且在 3 月 14 日以及 15 日我們會請專人到學校為同學做一卡通腳踏車使用記名的
服務，記得使用腳踏車要記名後才可以開始使用，與一卡通是一樣的道理，且新式學生
證雖有各式各樣的功能，但其中電子禮券的功能尚未有完善的機器架設在學校內，故請
同學注意，倘若之後電子禮券的功能在校內已開通，我們會另行公告給學生知道。
注意，在領取新式學生證時，在作業程序上的關係，需要麻煩同學簽兩份名，以方
便作業。並且請音樂性社團，今晚到 FACEBOOK 上的社團專區投票，謝謝。
學生會整體會務報告：

報告人－莊博勛

會長

學生會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活動基本規劃：
1. 藝文活動講座
就如同去年此時上一屆學生會所舉辦的台灣表演藝術家的表演一樣，我們今年也會
再邀請藝文團體來學校表演以及分享，但目前尚在尋找大家想看的團體，歡迎各位社長
以及系會長，倘若有心儀的藝文團體，歡迎提供意見給我們，我們會嘗試接洽，並且努
力爭取他們到校辦理活動的機會。
2. 母親節活動
五月份的母親節活動，去年我們很榮幸與福智青年社合辦母親節活動，活動進行相
當順利，且同學皆踴躍參與，故今年若有社團有意願與我們合辦，可嘗試與我們接洽，
由於我們現在尚未有任何想法，所以歡迎各社團踴躍與我們聯絡。
3. 地下樂團
目前我們接到許多外界廠商的邀約，是否能在高雄醫學大學的校園內辦校園演唱
會，我們目前尚在規劃中，而此計畫主要是以邀請地下樂團為主，歡迎各社長及系會長
提出任何想法給我們，我們仍會盡我們所能邀請學生心中最想看到的樂團來表演。
4. 特約商店
目前有許多高醫畢業的學長姐與我們聯絡，主動提供診所看病免掛號費等優惠給我
們，也有許多高醫附近的店家，如潛艇堡等與我們聯絡，主動提供學生優惠給我們，本
學期我們將會彙整主動提供優惠的店家，再一併公告給大家知道。
5. 公聽會
相信大家在上學期有看到很多精美的公聽會海報，也有不少人參與吧，本學期我們
將會真的反詐騙以及地下停車場安全以及機車被破壞、被竊等問題，來召開公聽會，希
望可以彙整學生意見，一併在校級會議向學校反映。
6. 社團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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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我們採訪了許多社團，並且製作海報板，讓更多的學生可以看到更多社團的
優點，這學期我們將會繼續採放更多的社團，讓更多的社團可以被學生看到，也能增加
校內學生參與學生社團的動力。
最後，來自第八屆學生會最貼心的小叮嚀！
1.學校校園內禁止騎乘腳踏車，高雄醫學大學校園不大唷，在學校裡面騎腳踏車真的很
危險，大家要記得，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2.校內各處，若大家有發現學校有些設備太過老舊，可以幫忙到資訊系統中幫忙報修，
如果很好奇或是還不會修繕系統在哪裡的人，歡迎與學生會連絡，學生會會版上有使
用教學，也可以到臉書上詢問，我們會有專人輔導你，直到你學會。
3.由於有多數學生反應，學校郵局只有一台提款機，每次都會大排長龍，所以在第二教
學大樓完工後，我們會在那增設一台多功能提款機，供學生使用。
4.機車騎到地下停車場的時候要記得一定要開車頭燈唷，否則你的車沒有開燈暗暗的，
其他的機車又需要離開地下停車場時，容易發生危險，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護自己也
保護別人，努力記得下地停開車頭燈。
5.有關某報紙針對第二教學大樓施工上的爆料，我們有向學校反映，學校也有請廠商給
我們回復，相關細節回復公布在學生會會版上，基本上第二教學大樓整體而言是沒有
問題的，就算地震也不會倒榻，請學生們放心。
6.東側轉角會隨時拖吊機車，東側轉角地上由於本身就已有畫禁止停車的黃線，故只要
周遭住家反應，交通大隊就會直接派拖吊車拖吊，所以請大家不要在東側停車，花一
百塊可以保你荷包安全，大家要記得不要在東側停車唷。

六、課外活動組報告：課外組

陳朝政

組長

（一） 100-2 各項專案申請：
專案一：100-2 社團活動專案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2/03/05 (一) 17:00 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活動時間：03/10-/06/01
■ 資格限制：
1.執行學校委託辦理之活動。
2.舉辦校際性（三校以上)大型活動。
3.協助學校舉辦利於學生學習之大型活動（人數達百人)。
4.對學校有正面影響而非例行性活動。
5.辦理品德教育、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校園安全、反詐騙等議題之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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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動。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活動專案申請表
■ 審查方式：課外組初審後，提送 03/12 社團審議委員會複審，決定補助金額。
■ 核銷時間：2012/06/08(五) 17:00 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楊秋蓮小姐 07-3121101 分機 2114

專案二：100-2 社團外聘指導老師指導費申請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2/03/05 (一) 17:00 前
■ 申請資格：凡本校正式成立之各社團皆可申請辦理。
■ 授課時間：03/10-/06/01
■ 資格限制：
1.外聘指導老師為社團技藝上的教學指導，只能聘請校外專業人士擔任，本
校學生及教職員不能擔任指導老師。
2.每學期擔任社團固定社課指導教學。
3.鐘點費：300 元/每小時
■ 繳交文件：學生社團外聘指導老師申請表
■ 審查方式：提送 03/12 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
■ 核銷時間：2012/06/08(五) 17:00 前
■ 洽詢單位：課外組

林雪意小姐 07-3121101 分機 2114

專案三：100-2 社團基本運作費
■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03 月 05 日(一)前 17:00 止
■ 補助金額：依 100 年度社團評鑑成績規定辦理。
1.特優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3000 元。
2.優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500 元。
3.甲等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2000 元。
4.乙等社團、新成立社團：每學期每社團上限 1500 元。
■ 補助項目：
1.社團會務運作：
(1)社團例行性會議：補助影印費、餐費及雜支。
(2)社團例行性課程：補助影印費、餐費、文具、消耗性教材費及雜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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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團幹部培訓：
(1)社團代表參加各項比賽：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2)社團代表參加康輔研習：補助交通費、保險費或住宿費。
(3)社團辦理演講或座談：補助文宣費、校外講師演講費及交通費。
■ 繳交文件：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社團活動基本運作費申請表
■ 核銷時間：2012/06/08(五) 17:00 前
■ 洽詢單位：請洽各屬性社團輔導人員 07-3121101 分機 2114
(1)自治性-林季瑤小姐
(2)學藝性、體能性、聯誼性、服務性-林雪意小姐
(3)音樂性、康樂性-楊秋蓮小姐

（二） 101 年度各社團學輔經費活動確認表請各社團負責人確認後並簽名填寫完
成後於 03 月 02 日(五) 17:00 前繳交至學務處課外組林季瑤小姐。
（三） 各社團辦理活動必須填寫活動申請表及企畫書向課外組申請，若於活動期
受傷且無向課外組完成活動申請手續，則影響學生保險理賠問題。
（四） 於山區或土石流警戒區進行戶外活動之社團加強注意活動人員之人身安
全，並且於活動前提出活動申請報備，若於活動期間遇到颱風等天然災害
時，必須依照學校校安中心的指示，延後或結束活動。
（五） 學生社團舉辦重要活動，應擬具計畫報請學務處核備，並請輔導老師輔導。
學生活動期間原則上以非上課期間為原則，如因特殊情形需於上課期間進
行社團、學系及班級活動者（以 2 日為限）
，需經相關課程授課老師、系主
任及學院院長之核准，並送學務處核備後且完成請假程序，始得辦理。
（六） 請各社團贈送及販賣食品之活動，必須符合社團宗旨，且須事先擬定衛生
安全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方准予活動。此外，不得於教室、社團辦
公室等場地煮食。
（七） 近年來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如有接獲來路不明之電話，或有發現相關可疑
之詐騙事件，請不要輕易上當受騙，應向校安中心反應，或報警處理。
（八） 社團辦理活動時請遵照智慧財產權法令規定，以避免犯罪受罰，附件附上
智慧財產權相關注意事項供各位參考。(附件一)
（九） 課外活動學習地圖之規則方式有所修改，請各社團參酌上一學年度活動，
提供可供參與社團者學習之能力。
（十） 有關於績優社團幹部獎學金申請事宜，截止日期為 03 月 02 日(五)17:30
前，請於規定日期前提出申請，請洽課外組許瑋真小姐，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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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社團史話目前尚未繳交名單為棋藝社、跆拳道社。
編審會議時間：4/23-27 日，詳細期程日後發信通知。

（十二）

請各社團注意停社之規定，並辦理相關後續事宜：

◎社團停止活動及撤銷登記停社：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停止社團活動
（以下簡稱停社）：
一、 社團運作有實際困難者，經社員大會決議，得申請停社；無法召開社員大會
時，應由社團輔導老師簽准後，申請停社。
二、 社團有一年以上未實際運作且一年內未至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更新社團資料
者。連續二年停社者，得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報停社申請案送交審議委員
會審議。
三、 依本辦法第二十七條被處以停社處分者。
第二十七條

社團之懲罰：

學生社團違反法令、校規、本辦法規定或公序良俗者，除行為人及負
責人依校規處分外，學務處經召開審議委員會決議後，得對社團依情
節之輕重予以下列之處分：
一、

警告並列入記錄，作為社團評鑑與經費補助審核之依據。

二、停止經費補助或其他權益。
三、停止活動（停社處分）
。
四、解散社團並撤銷登記。
◎停社社團之財物處理：
停社之社團，社長須於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通知後一個月內，清點
社團財產併同財產清單及社團辦公室空間使用權等，交由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代為保管。
社長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社團財產清點及繳交者，經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再次通知仍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者，得提交社團審議委員會討
論建議懲處。
＊備註：連續兩年未參加社團評鑑，且評鑑成績為丙等社團者，以停社懲處。

高雄醫學大學第八屆學生會

六、提案討論：課外組

陳朝政

組長

1.提案一：
案

由：有關於 101 年度社團負責人訓練日期，請討論。

說

明：由於今年社團負責人訓練時間剛好與端午節撞期，故請各社團負責人討論其他
合適之時程辦理。

決

議：方案一－提前在期末考前舉辦

：2 票

方案二－在下學期開學之前舉辦：2 票
方案三－維持端午節舉辦

：56 票

結論，維持端午節舉辦社團幹部訓練。
2.提案二：
案

由：有關於濟世大樓 B1 社團信箱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

明：近期課外組發現濟世大樓 B1 許多社團信箱已荒廢許久，許多信箱也未有人收件，
導致信箱爆滿之問題，請各社團討論社團信箱之存在必要性。

決

議：課外活動組每個月一號會請工讀生到 B1 信箱處清理，將有礙觀瞻之物清除，請
各社團配合，倘若有重要之信件被清除，課外活動組一概不負責，故請各社團
記得定期到 B1 信箱清理信件。

3.提案三：
案

由：有關於今年度三合一選舉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

明：今年度之三合一選舉事宜，請問各系學會是否有意願與課外組共同辦理。

決

議：請各系學會有意願者自行到課外活動組找林季瑤小姐，詢問詳情。

4.提案四：
案

由：101 年度社團評鑑檢討及建議事項，請討論。

說

明：有關於今年度社團評鑑檢討及建議事項，請各社團提出相關需改進及建議。

決

議：學生社團建議，學生評審較不專業，是否可以減少學生評審的配額，增加師長
評審之配額。

七、臨時動議
補充報告：學務處

楊秋蓮

小姐

第二教學大樓即將落成，未來濟世大樓二樓將會全面規劃成一般教室，二樓的社團
倉庫以及社團辦公室以及濟世大樓地下 116 的社團，請各社團及系學會著手準備整理打
包，我們預計在暑假之前要搬到第二教學大樓，但搬到哪裡還是未知數，請大家記得不
用的東西著手準備收拾。

高雄醫學大學第八屆學生會

補充報告：學務處

林季瑤

小姐

各社團剛剛有拿到各社團向學校申請活動補助之活動補助明細，請各社長以及系會
長看過之後兩張皆簽名，並且一張留存，倘若有問題，請在會後找林季瑤小姐詢問。
補充報告：學務處

林雪意

小姐

社團史話尚未繳交之社團請盡快繳交，還有兩個社團尚未繳交。而史話已交由委任
之國文老師潤稿，整理過後會將最終稿給大家看，且也會通知社團指導老師開會時間，
若社團指導老師開會時間不能到的話，請社團負責人將稿件拿給社團指導老師參閱，並
且請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後，再交回給學務處課外組林雪意小姐。
補充報告：學務處

許瑋真

小姐

請大家踴躍鼓勵自己的學弟妹報名優秀社團幹部獎學金，若今年報名人數仍然這麼
少，明年的經費以及錄取數量可能會減少，請大家為了自己的權益，鼓勵自己的學弟妹
參加。

七、散會：20 時 15 分。

